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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传统铸铁技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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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最早炼出铸铁、坩埚炼铁和阳城犁镜为代表介绍了山西传统铸铁技术的成就，突出体现了这
些技术在中国及世界冶金史上的地位、贡献和价值。并指出传统铸铁工艺在保护和传承中存在的问题，以引起更
多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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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several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cast iron technology in Shanxi China, such as the earliest

cast iron, crucible smelting and Yangcheng ploughboard casting. This reflects the status, contribution and value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 the history of metallurgy in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It points out also the inheritance and present protection situation of these
technologies to attract more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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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处太行山之西，黄河之东，是中华文明

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冶铁技术的发源地之一。在春

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晋国已是早期铁器的发达地

区。战国时期，山西地区的冶铁业分布较广，出土铁

器数量多，种类较齐全，器型多样，一定程度上说明

铁器在当时的发展与普及[1]。据《山海经》记载，山西

的产铁之山有 4 座。汉代在全国 49 县设“铁官”，山

西有 5 处。唐代山西的冶铁地区更多，制铁工艺更

高，造出了闻名天下的并州快剪和铁镜，而且铸造

了大型的铁牛、铁人和铁山。宋时“河东铁炭最盛”。
铁冶在山西各地都很发达，用于制造农具、器物和

铸铁钱。明清时，山西成为全国的一个冶铁中心，供

应北方生产、生活所用的铁器。
辉煌的冶铁史是以丰富的资源和高超的技艺

为基础的，而山西的铸铁技术又以多项独特的发

明、创造为支撑。

1 最早炼出铸铁

世界上最早发明人工冶铁技术的是西亚赫梯

王国的查利贝斯人，他们在公元前 1400 年学会了

冶炼矿石获得金属铁的方法，并且能够把铁加工成

实用的工具[2]。赫梯人发明的冶铁技术是块炼法，在

地炉中用木炭冶炼铁矿石，产品是渣铁不分的海绵

铁，其中的铁由于渗碳不足，属于熟铁。含碳量低的

熟铁质地很软，强度和硬度均非常低，致使其应用

范围有限。块炼铁需要在炭火中加热渗碳，然后通

过锻打除去杂质变成较为纯净的低碳钢 （如图 1）.

这项技术在传入欧洲之后被广泛应用，欧洲在 14

世纪之前一直沿用以块炼法为基础的冶铁技术。
中国何时开始人工冶铁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

图 1 古希腊冶铁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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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难题。1921 年中国科学史的开创者章鸿钊在

《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中以古文献推测“春秋

战国之际似已有以铁为兵者”[3]。同样以文献为据，

章太炎 1925 年发表的《铜器铁器变迁考》则推测在

春秋之前就已经用铁制兵器了[4]。
另一方面，关于最先炼出生铁的地域，也有南

北方之争。1928 年，朱希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中

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一文。文中通过《越

绝书》等文献证明春秋战国之际已有铁兵，而创造

铁制兵器的地域，南方先于北方，原因是一“天产是

特精英”，二“工业之早发达”[5]。朱希祖的这篇文章

在当时的公众媒体及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辩论，大家

围绕早期铁器出现的地域问题在《大公报》、《新晨

报》和《益世报》等报刊上展开争论。先后加入这场

讨论的有朱希祖、《大公报》编辑、章鸿钊、绍来、陆
懋德、翁文灏等人。讨论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

响力，引起大家对冶铁起源地的关注。
文献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相关的考古发

现来相互佐证。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是河

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的春秋早期（公元前 8 世纪中

期）玉柄铁剑，经实验分析是由块炼铁加工而成。从

时间上来说，我国晚于西亚等地区掌握块炼法。上

世纪 80 年代在垣曲县天马 - 曲村晋国墓地出土的

公元前 8 世纪至前 7 世纪残铁块经韩汝玢教授实

验分析认定为白口铸铁，是目前发现国内也是世界

最早的铸铁[6]，如图 2.这一发现与《左传·昭公二十

九年》中“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的记载相映

证，说明中国在冶铁技术上后来居上，最先发明了

生铁冶炼和铸造技术。由于中国古代在生铁冶铸技

术发明之后，以生铁冶铸为基础，形成了生铁铸造、
铸铁脱碳成钢、炒钢（或熟铁）、灌钢等技艺共同组

成的钢铁冶炼技术体系，并一直延续 2 000 多年，所

以说，生铁冶铸技术是我国古代冶铁技术的主体。
而从目前的文献和考古证据来看，山西是这一技术

的发源地。

2 坩埚炼铁、铸造

竖炉是古代欧洲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主要炼

铁炉型，而山西传统炼铁却是用坩埚炉。两者的主

要区别是，竖炉是内热法，燃料与矿石、还原剂、熔
剂等炉料在炉内直接接触，坩埚炉是外热法，炉内

的炉料与炉外的燃料不直接接触。两者各有优势，

如图 3.

坩埚炼铁的特点首先是设备简单。方炉一般建

在平地之上，炉子的大小因技术传统和冶炼规模而

不同，左右两边是用砖或粘土砌成的墙，前面和顶

上敞开着。后墙连着一个小而矮的茅屋，里边放着

用两个人拉的风箱，炉后底部有鼓风口与小屋相

通。其次是一次性操作，不能连续冶炼。装炉时先在

炉底用碎坩埚片铺成风道，其上再铺一些较大的坩

埚片以便透气。坩埚片上面放一层大块的无烟煤，

之上再加一层小块的无烟煤。煤块层上均匀放置 6

至 12 堆引火柴，坩埚装炉之前就将引火柴点着。坩

埚一般呈圆筒状，大小不一，按一定比例将矿石、黑
土（部分地区加煤块）装入坩埚中。装好的坩埚摆放

在煤块层之上，数量由炉的大小而定，从几十到上

百个不等。坩埚之间要留有一定的空隙，放入无烟

煤块，坩埚顶上还要放一层煤块（有些地方还要加

一层炉渣）。另外，在装炉的过程中把炉前用废坩埚

或炉渣堵上。这样炉就装好了。第三是操作简便，冶

炼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鼓风，其次是看火色和听声

音，这三者相结合形成的操作制度构成了整个冶炼

工艺的主要内容。鼓风因地域和时代而有所不同，

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种是先鼓风后自燃，另一图 2 山西天马曲村公元前 8 世纪铸铁片金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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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竖炉、坩埚炉对比
a）竖炉 b）坩锅炉

59· ·



2015 年第 3 期Jun.2015 №3 铸 造 设 备 与 工 艺

种正好相反。清末民国时期晋城（大阳）的坩埚炼铁

在点燃之后鼓风约 8 h 后自燃约 16 h.20 世纪 50

年代变为先自燃约 8 h，再鼓风约 4 h.

坩埚炼出的铁大多为半球形或饼状沉在坩埚

底部，从下部打碎坩埚后就可以找到。也有部分坩

埚因温度和时间不够，渣铁还没有完全分离，需要

把坩埚完全打碎，捡炉渣中的铁粒。
坩埚炉不仅可以用来炼铁，还可以作为铸造化

铁炉，炼生铁的炉称为方炉，熔铁的炉则称为货炉。
货炉与方炉的结构基本相同，只是坩埚略有不同，

根据其中所放生铁的不同而或大或小。如果要铸造

大型铸件，就需要多个货炉一起操作，来满足铁水

需求。如考古发现的云冈铸造遗址（如图 4），在铸造

坑周围有 30 多个炉呈圆形布置[7]，与中心保持同样

的距离，能够保证铁水温度一致。

坩埚炼铁和铸造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燃料的

突破，因为该技术是古代各种炼铁法中真正实现用

煤炼铁的工艺。这一贡献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由瑞

德介绍到国际冶炼、铸造界[8]，并为国外学者所认

可。
由于在燃料方面的创造性突破，坩埚冶铸技术

在清初从山西传入山东、东北和河南等地区[9]。19 世

纪末到 20 世纪前期，相继有国外矿冶专家如李希

霍芬、瑞德、丁格兰、宿克莱等赴山西晋城、阳泉等

地进行深入调查，并撰文著书把山西的这项独特技

术介绍到西方。在传入西方之后，坩埚冶铸技术对

燃料的突破启发了欧洲的冶金学家，利用相同的工

艺思想，瑞典炼铁专家们开发出了著名的赫格纳斯

非高炉炼铁技术[10]。

3 阳城犁镜

阳城犁镜是山西的另一项独特冶炼铸造技术，

其所包含的工艺是中国古代冶铁技术中的一朵奇

葩，堪称中国式铁范铸造的“活化石”，如图 5.阳城

犁镜的生产工艺始于何时，迄今无文献可考。据说

是在明末由山西晋城犁川（一说由河南禹县）传至

新安县白沙镇（所以又称白沙犁镜），再迁至济源北

部山区[11]。其后，因木炭供应不足和为省却运输费

用，又迁到阳城南部山区。对于犁镜技术的来源，如

果从犁炉的结构来看，与清末民国时期流行于河

南、湖北、湖南等地的甑炉基本相同，而晋城的传统

冶铁工艺是以坩埚炉为主，所以，从河南传入的可

能性更大一些。但是在传入之后，犁镜铸造技术与

当地的资源、工艺相结合，不仅实现了本土化，而且

提高了犁镜的品质，如犁炉需与阳城上芹的铁范、
泽州南村的风箱、阳城南部山区的矿石、木炭相结

合才能生产出较好的产品，如图 3.

图 5 犁镜

阳城犁镜至少在三个方面保留了中国传统生

铁冶炼和铸造技术的精华：首先是木炭竖炉炼铁;其

次是冶炼生成的铁水直接浇注;最后是铁范铸造。特

别是铁范铸造技艺，较为罕见地传承了我国两千年

前的发明创造。

冶炼生铁的犁炉吸收了传统竖炉炼铁技术的

精华，炉型更加合理，选料更加考究，上料、鼓风、出
铁制度更加完善，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技术体系，

从而能够控制铸铁成分，确保“两高三低”（碳、磷
高，硅、硫、锰低）的成分特点和较为纯净的铁水，可

以用于直接浇注，如图 7.由于采用铁范铸造，一方

面延长了范的使用时间，因为好的铁范可以使用十

图 4 云冈石窟铸造遗址（全景图）[7]

图 6 铁范(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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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另一方面由于铁的散热能力强，可以使犁镜

表面在速冷的情况下形成一层厚约 0.2 mm~0.5 mm

的细白口组织，从而让阳城犁镜具有“利土不沾泥，

犁地拉力轻”的特点[12]。而且由于犁镜的金相是共晶

莱氏体或共晶莱氏体和板条状渗碳体，这种组织决

定犁镜耐磨但不耐碰，表面光洁，声音洪亮[13]。

阳城犁镜的学术和实用价值受到国内外学者

的关注，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原太原理工大学李达教

授，他在多年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经科学分析总结出

了阳城犁镜在化学成分、金相组织、机械性能和铸

造状态等方面的特点，发现犁镜利土主要是由化学

成分（特别是硅）决定的。在洞悉以上科学原理的前

提下，利用现代生产设备和廉价原料生产出与传统

工艺生产犁镜性能相同甚至更好的犁镜。原来的犁

镜只能在阳城县南部山区生产，李达教授的研究和

开发突破了犁镜生产区域的限制，实现了犁镜下

山；另一方面也简化了工艺，节省了原料、人力和运

输成本。李达教授的工作把传统工艺的科学内涵应

用到了现代生产中，延续了传统工匠的智慧，堪称

传统工艺科学化的典范。1982 年以来，北京科技大

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曾多次往阳城犁镜的生产

现场进行考察、研究，并在科学实验和分析的基础

上，总结了犁镜金相特点及其与使用性能之间的关

系。1991 年 10 月，该所与日本东京新艺术派株式会

社山内登贵夫先生合作，在阳城县横河镇犁镜厂拍

摄了“阳城犁镜生产工艺”影片，为这一珍贵的传统

工艺留下了影像资料。

4 保护现状

与以上传统铸铁技术的巨大成就不想衬的是

其保护现状非常令人担忧。虽然以阳城犁镜为代表

的冶铸技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但保护和传承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以阳城犁镜为

例，由于失去了市场和实用价值，日常生产已不可

能，在生产中保存这一技艺已不现实。即使是为了

保护和传承而进行小规模的生产也困难重重。首先

是环境问题，犁镜生产与国家相关环保法规相违

背，不仅要开小高炉，还要采矿、伐木，而且对当地

的空气和水有一定的污染。其次，冶炼属于高消耗

生产，每次开炉的费用非常的大，在没有回报的前

提下，即使有传承人也基本不能开炉炼铁。现在的

传承人已有 20 多年没有进行冶炼了。最后，冶铸工

艺是一个技术体系，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握

的。在申请首批国家级非遗时几乎把阳城所有的冶

铸技艺都包括在内，命名为“阳城生铁冶铸技艺”，
而传承人却只有一位，让精通犁炉炼铁的一个人来

传承包括犁炉炼铁、铁范制作、风箱制作、坩埚炼铁

等多项技艺是根本不可能的。
作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传统工艺，是否保护

和如何保护在今天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需要相

关学者、单位和社会来思考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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